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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ESCO雲端能源管理商業模式

研析

一、前言

因
應市場趨勢，國際大型ESCO企業，逐漸由設

備改善等工程服務模式，轉型為設備代操、預

知保養及能源穩定管理等更為全面型商業服務模式。

為有效掌握及分析龐大資料資訊，ESCO廠商應建立

雲端能源管系統，整合能源用戶之運作數據、物聯網

及能源管理 (AIM)的趨勢，進而掌握能源使用，建立

能源模型，判斷設備及系統節能潛力，並透過能源調

度，適時供給系統穩定能源。為加速國內ESCO接軌

國際及多元化商業模式經營，結合國際能源管理商業

模式，提供我國ESCO廠商作為參採。

二、國際雲端能源管理商業模式案例分析

因應各國能源發展不同，架構在智慧電網及雲端能

源管理技術應用上，國際間能源管理商採多元及多角

化之發展，但綜觀各國業者投入方向，在目的上多為

「電網穩定」及「需求端管理」等二個構面，應用上

大致可分為1.節能技術型的需量反應措施、2.資金密

集型的儲能電廠建置及3.混合型的微電網的建置及管

理，相關業者透過合作的方式，擴大服務範疇，並取

得更多的服務對象，目前我國暫時僅開放輔助型交易

市場及綠電交易，暫難以判斷是否會有國際間發展之

趨勢，但仍可參考國際間發展的經驗。

A. Swell Energy(美國)：

Swell Energy公司2014年成立於南加州，資本額約

450萬美金，營業範圍包括氣候炎熱且電價較高的南

加州，早期為特斯拉電池經銷商，主要商業模式為經

營住宅用儲能系統及能源管理系統，透過能源管理系

統為社區用戶控制能源成本，並在費率較高的時段使

用儲能放電，費率低時切回電網，有效的為客戶降低

電費，然而其另外一個賣點在於透過儲能裝置，在停

電時仍可同時提供基礎電力，為客戶滿足基本需求。

Swell Energy公司搭配美國各地電力公司需量反應優

惠獎勵補助，利用儲電技術於離峰時間充電，尖峰時

間放電之操作模式減少公共電網負載，協助售電業降

低其售電壓力，相關商業模式可創造出三贏的局面，

如圖一。

圖一、Swell�Energy商業模式�

(電力公司、用戶、業者)架構

B. Australian Gas Light (澳洲)：

Australian Gas Light Company (AGL)成立於1837年，

早期開採天然氣及煤炭，並提供雪梨都會區瓦斯服

務，透過其資金優勢陸續投資建置再生能源電廠，發

展至今已成為澳洲全國為全國最大能源供應商，目前

擁有7座火力發電廠及11處大型再生能源發電站 (包

含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及太陽能發電 )，共約11,208 

MW發電容量。該公司資本額約約96億美金，年營業

額約78億美金，目前為澳洲東部3州的主要電力、瓦

斯、網路以及行動電話服務主要提供業者。除了電力

公司電業務外，同時跨足終端用戶屋頂太陽能發電、

儲電、電動車等工程專案。

自2016年起為有效連結小型專案之發電與輸配電效

益，並減少總體石化能源消耗，該公司逐漸採用虛擬

電廠模式，連結各個小型屋頂太陽能發電以及儲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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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含電動車電池 )，收集分析各處電力使用資訊，除

回購電力外並於區域間輸送調配電力。AGL公司提供

設備建置補助、電費減免及低利分期付款等誘因，鼓

勵該公司客戶投入虛擬電廠體系。另同時對已有太陽

能發電或電池儲電設備之住宅或中小型企業用戶提供

免費進場維護等服務，鼓勵併入虛擬網路。

AGL公司與澳洲再生能源署 (Australia Renewable En-

ergy Agency, ARENA)合作，已於南澳州首府亞德雷

(Adelaide, SA)及近郊等區域，完成連結共1,000戶住宅

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共計5MW發電容量，可即時

輸配約12 MWh電力。

C. Next Kraftwerke GmbH公司(德國)：

成立於2009年，總部位於德國科隆，業務實績範

圍涵蓋德國、奧地利、法國、荷蘭、比利時、波蘭、

義大利以及日本等國。該公司資本額約7.5億美金，

預計將併入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 (Royal Dutch Shell 

Plc)，可運用母公司集團資金擴展業務。

該公司主要商業模式為整合再生能源、汽電共生、

生質能源及儲能等分散式電源 (DES)，同時聚合用戶

群，提供最佳電力供需調度，平衡傳統市電尖峰負

荷，並提供連結再生能源電廠建置營運虛擬電廠之相

關服務。

同時提供整合歐洲主要電力交易平台，藉由即時計

算電價，提供予合作之用戶買賣參考，並出售多餘電

力，其核心技術為運用其NEMOCS雲端能源管理平

台、Nextra電價分析軟體及Next Box傳輸硬體，提供

既有電廠代操作、即時電價分析以及 (用戶端 )需量反

應等周邊服務 (如圖二及圖三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共計聚合10,154家次能源用戶及再生能源電廠，可提

供9GW電量，至2020年電力交易累計15.1億度電，

6.28億歐元。

D. Centrica PLC公司(英國):

公司成立於1997年，總部位於英國溫莎，由百年

歷史的天然氣及煤炭開採公司轉型，資本額約32億美

金。本業為提供英國當地用戶電力及天然氣，同時提

供節能改善、再生能源電網、需量管理、電動車充電

站等全方位專案。業務實績範圍涵蓋歐洲及北美州，

擁有2,700萬家次以上客戶。2019年起陸續收購美國

當地能源服務公司 (Direct Energy、SmartWatt等 )，除供

應用戶電力及天然氣外，也從事能源效率提升專案，

例如空調、照明、空壓系統、監控系統及熱能系統。

自2019年4月起，與東京電力子公司TEPCO Ven-

tures合作，運用雲端需量反應平台FlexPond，輔助日

本九州的供電系統，聚合用戶達到尖峰用電時段啟動

再生能源或儲電站可提供備用電源，減低傳統市電

負荷。2020年該公司與歐洲知名能源公司合資創立

EStor-Lux公司於比利時建置10MW(20MWh)儲能站，

結合Centrica平台建立虛擬電廠，利用離峰時間蓄電，

作為當地Elia電力公司之尖峰時段備用電源。

E. 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公司(日本)：

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 Corporation(ESS公

司 )為日本東芝集團旗下電力事業之子公司，成立於

2017年，資本額約2億美金。主要業務範圍包含傳統

發電廠、再生能源發電廠、輸配電基礎設施、儲能及

能源管理等業務。

能源管理業務之目標是為電力設施建立可視化系

統，以有效了解其電力使用狀況，並導入雲端大數據

圖二、Next�Kraftwerke虛擬電網架溝

圖三、Next�Kraftwerke電力交易平台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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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商業模式研析

綜整前述國際企業能源管理系統投入電力市場如表

一，可以發現部分公司兼具能源供應商角色，主要可

透過發展相關能源管理商業模式降低能源供應成本，

另外值得觀察的是，國際ESCO戶投入電力市場的商

業模式，主要目的在於穩定電網及用戶用能管理，電

業高度自由化是重要發展立基。

相關商業模式在硬體架構上，隨著儲能設備 (含大

型儲能電場及小型分散式儲能 )的運用，藉由削峰填

谷的特性，達到需量管控及電價管控，為用戶爭取價

差，而在軟體面上，藉由 ICT技術，打造管理平台為

用戶及電網進行即時管理，並藉由歷史數據的大數據

分析，建立運行策略進而達到電網及用能管理最佳化

之目的。

表一、企業投入電力市場商業模式彙整表

公司名稱
資本額
(美金)

投入電力市場項目

Swell 
Energy(美國) 450萬

 ˙住宅用儲能系統
 ˙住宅用能管理(能源成本管理)
 ˙虛擬電廠(住宅、小型商場)

Australian Gas 
Light(澳洲) 96億

 ˙屋頂型PV建置
 ˙住宅型儲能建置
 ˙用能管理服務(含節能改善工程)
 ˙虛擬電廠建置及託管服務
 ˙電力供應商(火力及再生能源)

Next 
Kraftwerke 
GmbH (德國)

7.5億
 ˙虛擬電廠託管服務(整合再生能
源、汽電共生、生質能源及儲能)
 ˙用戶用能管理(電價最適方案)

Centrica PLC 
(英國) 32億

 ˙儲能電廠建置
 ˙虛電廠建置及託管服務
 ˙用能管理服務(含節能改善工程)
 ˙能源供應商(電力及天然氣)

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  
(日本)

2億

 ˙虛擬電廠託管服務(光電廠、地方
型電力公司)
 ˙虛擬電廠託管建置(儲能電池、輸
配電及遠端能源管理軟硬體)
 ˙電力供應商(火力及再生能源)

四、結論

綜觀我國雲端能源管理商業模式，相較於國際推動

情況，可說已具備良好的軟硬體發展體質，但其中最

大差異在於我國尚未開發電能交易市場，且發電、輸

配及售電亦尚未分割，因此商業模式不如國際多元。

但隨著淨零碳排國際趨勢及碳交易制度發展，未來如

可將節能與減碳績效做結合，加值應用於雲端能源管

系，有助於我國ESCO產業商業模式多元化之發展。

分析，預知各個配電端電力使用狀況作為尖離峰發電

調配，以節省電力成本。藉由其能源管理系統軟硬體

之優勢，ESS公司於2020年底投入虛擬電廠託管服務

(Toshiba VPP as a Service)，業務對象為獨立太陽能發電

廠以及地方型電力公司，以月租型付費模式，於客戶

端建置虛擬電網所需之儲能電池、輸配電及遠端能源

管理軟硬體，提供能源使用預估分析及輸配電服務。

虛擬電廠系統另可擴充為聚合需量反應分析服務，除

了減少電力公司發電成本外，亦可協助用戶取得需量

抑低獎勵 (如圖四至圖六 )。

圖四、東芝ESS虛擬電廠架構

圖五、東芝ESS能源管理分析介面

圖六、聚合須量反應分析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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